附件 1

学院首届五年制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决赛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名单
一等奖（30 名）
1、

杨翎洲 南京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夏艳

2、

陈宇昊 南京分院

指导教师：刘纯

3、

孙海洋 南京分院

指导教师：黄春皓

4、

吉茜 金陵分院

5、

唐嘉琳 无锡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宋芳

6、

李冰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7、

张继云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8、

冯一菲 无锡立信分院 指导教师：何平

9、

储涵诚 宜兴分院

指导教师：熊蕾

10、 邵愉晅 宜兴分院

指导教师：丁亚娟
指导教师：孟霞

指导教师：韩艳
指导教师：肖桂平

11、 徐为虹 江阴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雯佳
12、 丁梓诺 徐州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刘纪
13、 赵冰冰 徐州经贸分院 指导教师：王宁
14、 陈子琦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许燕
15、 伍欢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陈艳菲
16、 林心雨 常州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陈春
17、 马玉祥 常州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张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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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季颖欣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伟
19、 陈舒颖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钟菁
20、 陈耀庭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林建华
21、 何先慧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林建华
22、 任悦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陈茜
23、 赵文静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刘丽
24、 顾欣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25、 徐爽 常熟分院

指导教师：王通武

指导教师：陆琴

26、 赵楠楠 太仓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郑琦
27、 钱高喆 苏州技师学院办学点 指导教师：石姬凤
28、 陈国进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陆茜
29、 徐颖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30、 蒋子欣 镇江分院

指导教师：魏嘉

指导教师：俞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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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59 名）
1、

卜雨诚 南京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高瑞金

2、

王木子璇

3、

吴思敏 南京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李栋

4、

涂杰 南京分院

5、

孙雨婷 南京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许悦

6、

蔡婉青 新闻出版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花培娟

7、

童銮铃 中华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陈阳

8、

袁语婷 玄武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莉

9、

戴杰 无锡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牛倩

南京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吴洁

指导教师：姚鹏

10、 黄奕侃 无锡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陆萍
11、 倪晴 无锡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徐华
12、 姚思萌 无锡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龙苗苗
13、 柴美玲 宜兴分院

指导教师：肖桂平

14、 李森沅 宜兴分院

指导教师：王颖

15、 李婉晴 宜兴分院

指导教师：张伟

16、 杨晓润 无锡汽车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黄蔚

17、 李子怡 徐州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陈君
18、 白彤彤 徐州经贸分院 指导教师：孙心驰
19、 曹文清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陈海波
20、 李婧雨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李鼎
21、 张凯玟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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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邹宇婷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陈艳菲
23、 李付才 常州旅游商贸分院
24、 陶津 常州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吕记玲

指导教师：石荣锦

25、 王季池 常州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车君艳

26、 尹婷 常州艺术分院 指导教师：唐亚运
27、 朱锦涛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蒋丽丽
28、 陆俊彦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郭尚君
29、 沈天驰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陈丹彤
30、 陈科宇 苏州分院

指导教师：贺向红

31、 陈景东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指导教师：洪娟

32、 邓雨欣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指导教师：洪娟

33、 李苏佳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指导教师：蒋祎

34、 董欣灵 昆山第一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蒋晓婷
35、 饶泽阳 昆山第一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蒋晓婷
36、 丁颖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沈艳
37、 江鑫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谭海燕
38、 沈天爱 海门分院

指导教师：黄娟

39、 马泽程 海安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军
40、 戴心雨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杨剑

41、 张洋洋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殷吉磊

42、 朱子雯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董兴敏

43、 鲍雨晨 连云港工贸分院 指导教师：荣光耀
44、 王兆兴 连云港中专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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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尹小平

45、 邵廷帅 扬州分院

指导教师：季沈华

46、 王彬彬 扬州分院

指导教师：朱静

47、 吴昊 扬州分院

指导教师：朱晓华

48、 陈芯怡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金玉芳
49、 刘星雨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许振兴
50、 曹晨亮 司法警官分院 指导教师：宋建亚
51、 陆沛羽 司法警官分院 指导教师：温子程
52、 汪育琪 司法警官分院 指导教师：曾晓
53、 周子娴 司法警官分院 指导教师：吕珂
54、 王光耀 丹阳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胡龙祥
55、 曹夏霖 泰州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周游
56、 杭浩 泰州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郑秀莲
57、 刘亚鹏 泰州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刘文倩
58、 薛志伟 泰州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张弛
59、 黄辰予 泰兴分院

指导教师：徐佳

-7-

三等奖（119 名）
1、

李相伶 南京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丁强

2、

陈阳 南京分院

3、

方杨慧 南京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陈晓敏

4、

高钧美 南京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张华丽

5、

李涵 南京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赵贞贞

6、

程家秀 金陵分院

指导教师：张永富

7、

何义平 金陵分院

指导教师：熊蕾

8、

魏慧茹 金陵分院

指导教师：苏玉清

9、

李嘉雪 江宁分院

指导教师：魏燕

指导教师：陈芳芳

10、 洪韵娇 戏剧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苗润
11、 任馨芸 戏剧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欢
12、 张萌 玄武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刘晓雯
13、 于杰 浦口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夏周
14、 郑曜坤 浦口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钱璐
15、 邵妍妮 无锡交通分院 指导教师：金晶
16、 宣莉莉 无锡交通分院 指导教师：席敏婕
17、 杨俊杰 无锡交通分院 指导教师：于贵霞
18、 瞿天成 无锡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顾铉
19、 周静菲 无锡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于蒙蒙
20、 高丹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吴春洪

21、 倪君豪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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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胥宝玲

22、 周叶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周美虹

23、 黄铭心 无锡立信分院 指导教师：张春来
24、 孙雨薇 无锡立信分院 指导教师：王桂英
25、 张新梅 无锡立信分院 指导教师：曹雪梅
26、 周榆鸿 无锡立信分院 指导教师：张涛
27、 吕超 无锡汽车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金慧峰

28、 任恺 无锡汽车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徐红

29、 王梦娇 无锡汽车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丁怡

30、 宗诗雨 无锡汽车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陈金红

31、 冯莹莹 锡山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秦庆
32、 房志宇 徐州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崔灿
33、 韩昭杨 徐州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胡淑红
34、 李晓彤 徐州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王若
35、 赵明捷 徐州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胡淑红
36、 庄丽丽 徐州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张庭婷
37、 黄煜嘉 徐州医药分院 指导教师：韩静
38、 崔金宇 徐州经贸分院 指导教师：李素英
39、 孙志远 徐州经贸分院 指导教师：刘建华
40、 徐启龙 徐州经贸分院 指导教师：任璐琪
41、 王楚寒 徐州技师分院 指导教师：胡旻晨
42、 朱海瑜 徐州技师分院 指导教师：胡旻晨
43、 李明雨 运河高等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张芹
44、 王尊程 丰县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惠景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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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郭江南 常州铁道分院 指导教师：周康
46、 刘硕磊 常州铁道分院 指导教师：毛青云
47、 陆华鑫 常州铁道分院 指导教师：周康
48、 陆文珂 常州铁道分院 指导教师：李妍
49、 徐静 常州铁道分院 指导教师：董槟洱
50、 周栩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陈艳菲
51、 吕靓 常州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陈春
52、 王晓彤 常州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张柯萍
53、 周思佳 常州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谢涛
54、 徐安 常州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吴姝妍

55、 周政 常州旅游商贸分院

指导教师：沈瑞艳

56、 梅祺 常州艺术分院 指导教师：查涵洋
57、 王雪桦 常州艺术分院 指导教师：唐亚运
58、 朱羽璇 常州艺术分院 指导教师：查涵洋
59、 刘金菲 武进分院

指导教师：许萍萍

60、 沈莹莹 武进分院

指导教师：邵勇骏

61、 赵为玮 武进分院

指导教师：张海燕

62、 韩佳怡 常州技师分院 指导教师：王敏
63、 王灿 常州技师分院 指导教师：段业宽
64、 俞航辉 苏州建设交通分院

指导教师：白玉亮

65、 韩若贤 苏州分院

指导教师：马振

66、 胡沁怡 苏州分院

指导教师：吴国忠

67、 徐雯佳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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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李政洋

68、 黄香吉 常熟分院

指导教师：顾新时

69、 潘子怡 常熟分院

指导教师：张仁东

70、 吴晓茵 常熟分院

指导教师：王晓利

71、 包宇杰 张家港分院 指导教师：倪娟
72、 李柯硕 张家港分院 指导教师：徐娥
73、 张佳 苏州丝绸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丹凤
74、 周吴斌 苏州丝绸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吴秋平
75、 郭佳益 太仓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马聪
76、 邱立民 苏州技师学院办学点 指导教师：杨琴
77、 顾亚秋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缪爱云
78、 沈芯恬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刘洋
79、 陈博文 南通分院

指导教师：汤颖

80、 段徐箭 南通分院

指导教师：施强

81、 李鑫卫 南通分院

指导教师：施强

82、 陆嘉怡 南通分院

指导教师：孙峰

83、 颜圣 南通分院

指导教师：朱美华

84、 桑亚楠 如东分院

指导教师：谭薇薇

85、 刘小群 通州分院

指导教师：高思铭

86、 牛琪琪 通州分院

指导教师：丁志祥

87、 金威辰 海门分院

指导教师：朱红红

88、 张民明 启东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盛叶青
89、 周金龙 启东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潘钇虹
90、 成昌霖 连云港工贸分院 指导教师：顾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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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李岩 连云港工贸分院 指导教师：宋红青
92、 孙轩曼 连云港工贸分院 指导教师：周袅娜
93、 倪壮 连云港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黄慧

94、 陈欣盈 大港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管新梅
95、 王若琪 大港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管新梅
96、 杨忠秋 赣榆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徐淑健
97、 朱孟伟 赣榆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张来平
98、 蔡莉莉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朱殷勤

99、 时丽琨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陈亚琼

100、 王巧玉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陈亚琼

101、 徐梦轩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张钦

102、 尹欣冉 淮安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陈亚琼

103、 贾涛 淮安分院

指导教师：朱巧玲

104、 蒋婷婷 盐城生物工程分院
105、 肖慧 盐城生物工程分院

指导教师：张晓露

指导教师：黄文奎

106、 陈玉玺 盐城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郭佩
107、 唐静 盐城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顾晓艳
108、 张沪生 盐城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张良鹏
109、 张玉叶 盐城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王艳
110、 邵宣宣 扬州分院

指导教师：李季

111、 汤学峰 扬州技师分院 指导教师：张松
112、 李良玉 司法警官分院 指导教师：彭州文
113、 顾晔 镇江分院

指导教师：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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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赵天晴 交通技师学院办学点 指导教师：顾帆
115、 蒋心怡 泰州机电分院 指导教师：张铮
116、 陈鑫 泰兴分院

指导教师：范凤琳

117、 伍越 泰兴分院

指导教师：燕亚明

118、 叶红 泰兴分院

指导教师：鲁俊

119、 袁浩钦 靖江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杜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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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院首届职业生涯规划省赛选拔赛
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名单
年度最佳选手（3 名）
1、

陈宇昊 南京分院

指导教师：刘纯

2、

何先慧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指导教师：林建华

3、

陈国进 南通卫生分院

指导教师：陆茜

特等奖（6 名）
1、

赵楠楠 太仓中专办学点 指导教师：郑琦

2、

赵文静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3、

徐爽 常熟分院

4、

孙海洋 南京分院

5、

伍欢 常州刘国钧分院 指导教师：陈艳菲

6、

季颖欣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办学点 指导教师：王伟

指导教师：刘丽

指导教师：陆琴
指导教师：黄春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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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院首届五年制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名单
1、

南京工程分院 夏艳

2、

南京分院

刘纯

3、

南京分院

黄春皓

4、

金陵分院

熊蕾

5、

无锡卫生分院 宋芳

6、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丁亚娟

7、

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孟霞

8、

无锡立信分院 何平

9、

宜兴分院

10、 宜兴分院

韩艳
肖桂平

11、 江阴中专办学点 王雯佳
12、 徐州医药分院 刘纪
13、 徐州经贸分院 王宁
14、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办学点 许燕
15、 常州刘国钧分院 陈艳菲
16、 常州卫生分院 陈春
17、 常州卫生分院 张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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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办学点 王伟
19、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钟菁
20、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林建华
21、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林建华
22、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陈茜
23、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刘丽
24、 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25、 常熟分院

王通武

陆琴

26、 太仓中专办学点 郑琦
27、 苏州技师学院办学点 石姬凤
28、 南通卫生分院 陆茜
29、 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30、 镇江分院

魏嘉

俞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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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学院首届五年制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最佳组织奖名单
1、南通卫生分院
2、南京分院
3、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4、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5、无锡旅游商贸分院
6、宜兴分院
7、常州铁道分院
8、太仓中专办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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